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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中国西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研讨会通知

尊敬的各位专家、学者、各位领导：

由中国科技部-教育部西北师范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主办的

“2019 年中国西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研讨会”将于 2019

年 8 月 1 至 5 日在中国兰州举办，会议旨在通过学术交流，特别是

通过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的交流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西部地区乡村

振兴的研究。

一、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2019 年 8 月 1 日-8 月 5 日

地点：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

二、组织单位

指导单位： 甘肃省科技厅

甘肃省教育厅

甘肃省农业农村厅

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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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： 西北师范大学

西北师范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

甘肃省农业科学院

甘肃省农学会

承办单位： 西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院

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

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

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

甘肃省牛羊种质与秸秆饲料化重点实验室

兰州大学社会评价中心

协办单位： 科技部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

草食畜可持续发展研究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

反刍家畜及粗饲料资源利用联合共建实验室

甘肃女科技工作者协会

甘肃特色植物有效成分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西北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城乡规划研究院

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地名研究中心

甘肃特色农产品高值化利用工程实验室

甘肃特色功能食品行业技术中心

西北师范大学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

西北地区社会发展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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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主题

主题：乡村的技术革新与价值回归

四、分会场

分会场主题（一）：草食畜生产体系可持续发展 召集人：郎侠

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

1、粮改饲条件下草食畜产业转型升级

2、高纤维秸秆资源饲料化利用

3、草食畜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

4、反刍动物营养调控与健康养殖

5、草食畜产品质量控制

6、草食畜产业与乡村振兴

分会场主题（二）：生物医药技术及功能食品研发 召集人：王俊龙

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

1、特色农产品加工、贮藏与产业发展

2、特色农林产业开发

3、生物医药技术及新材料

4、功能食品化学与产品研发

5、食物体系、食品安全与绿色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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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会场主题（三）：陇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召集人：张继

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

1. 中药分子选育及良种繁育

2. 中药溯源体系建设及全程质量控制

3. 中药饮片产业提升及现代化

4. 中药大品种发展及大健康产品开发

5. 高质量陇药发展

分会场主题（四）：乡村振兴与西北乡村社会发展 召集人：张润君

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

1、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

2、迈向理论目标的乡村振兴规划

3、西北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与经验借鉴

4、西部地区乡村社会结构

5、西部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结构与脱贫攻坚

五、拟邀请嘉宾

会议拟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；美国德州农工大学、澳大利亚查尔

斯特大学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、英国哈珀亚当斯大学、法国、波黑

萨拉热窝大学专家；国内兄弟院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专家；乡村振

兴主管部门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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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时间安排

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

8 月 1 日

（星期四）

09:00-22:00 报到注册 甘肃省委党校综合教学楼 1 楼大厅

18:00-20:00 自助晚餐 甘肃省委党校西餐厅二楼

8 月 2 日

（星期五）

08:30-09:30 大会开幕式 新校区毅然报告厅

09:30-10:00 合影、茶歇

10:00-12:00 大会主题报告 新校区毅然报告厅

12:00-14:00 自助午餐 甘肃省委党校西餐厅二楼

14:00-16:45
分会场

学术报告

新校区学术报告一厅（分会场 1）

新校区学术报告二厅（分会场 2、3）

16:45-17:00 茶歇

17:00-18:00 大会主题报告 新校区毅然报告厅

18:00-20:00 自助晚餐 甘肃省委党校西餐厅二楼

8 月 3 日

（星期六）

全天 考察 路线 1：兰州-静宁-庄浪-泾川-兰州

8:30-10:00
分会场

学术报告

校本部教学 10 号楼 D 区四楼

学术报告厅（分会场 4）

10:00-10:15 茶歇

10:15-12:00
分会场

学术报告

校本部教学 10 号楼 D 区四楼

学术报告厅（分会场 4）

12:00-14:00 自助午餐 甘肃省委党校西餐厅二楼

14:00-16:00
分会场

学术报告

校本部教学 10 号楼 D 区四楼

学术报告厅（分会场 4）

16:00-16:15 茶歇

16:00-18:00
分会场

学术报告

校本部教学 10 号楼 D 区四楼

学术报告厅（分会场 4）

18:00-20:00 自助晚餐 甘肃省委党校西餐厅二楼

8 月 4 日

（星期日）
全天 考察 路线 2：兰州-夏河-合作-临潭-兰州

8 月 5 日

（星期一）
会议代表离会

提示：西北师范大学新校区位于老校区北侧安宁东路以，北师大路内 800 米处

毅然报告厅位于西北师大新校区院内综合教学楼 1 楼，图书馆东侧

新校区一、二厅学术报告厅位于西北师大新校区院内综合教学楼 1 楼

校本部教学 10 号楼 D 区四楼学术报告厅位于西北师范大学校本部院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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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察路线 1：兰州-静宁-庄浪-泾川-兰州 （8 月 3 日~5 日）

考察内容：静宁苹果产业，庄浪梯田生态和肉牛产业，泾川肉牛产业

出发及乘车：请参加考察的各位会议代表于 8 月 3 日早 09:30 在甘肃省委

党校乘坐会务组安排的车辆前往考察地点。

考察路线 2：兰州-夏河-合作-临潭-兰州（8 月 4-6 日）

考察内容：夏河县王格塘镇多民族杂居社区建设，合作市那吾镇大绍玛传

统藏族村落社区变迁，临潭八角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

出发及乘车：请参加考察的各位会议代表 8 月 4 日早上 6:30 在甘肃省委党

校乘坐会务组安排的车辆前往考察地点。

七、会务联系方式：

刘海波（分会场1）15095394917 liuhb@gsagr.ac.cn

郎侠（考察路线1）13519446328 langxms@gsagr.ac.cn

王俊龙（分会场2、3）13919168252 wangjunlong@nwnu.edu.cn

李 怀（分会场4、考察路线2）13919091978 lihuai2006@163.com

西北师范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

2019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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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交通指南

兰州中川国际机场：

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距离会场约 60 公里，每半小时有大巴车开往

安宁区，再前往甘肃省委党校或西北师范大学。

乘坐城际列车从中川机场站到兰州西站，然后乘坐出租车前往

西北师范大学。

由机场直接乘坐出租车，到西北师范大学费用约 200 元。

兰州西站：

兰州西站距离会场约 8 公里，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20 元。

兰州火车站（兰州东站）：

兰州火车站距离会场约 17 公里，会务组推荐乘坐公交车：乘坐

131 路（开往培黎广场方向），到十里店站同站换乘 BRT（B1）到

西北师范大学站，然后步行至西北师范大学（约 1 公里）；若乘坐

出租车，费用约 40 元。

会务组在各交通站点设有接待引导人员。


